《中國國家理》評選
中國最美的山峰│ 南迦巴瓦峰─雲中的天堂
中國最美的草原│ 藏北羌塘草原
西藏的藍天白雲將雪山下的桃花、杜絹花、鬱金香襯托的更為出眾
天路行 ─ 青藏鐵路
最長高原鐵路│ 1,956 公里(西寧到拉薩) 其中格爾木到拉薩為 1142 公里。
穿越凍土最長│ 共有 550 公里。
海拔最高鐵路車站│ 5,068 米的唐古拉山車站。
海拔最高凍土隧道│ 位於風火山附近的風火山隧道，海拔 4,905 米。
最長高原凍土隧道│ 位於海沷 4,767 公尺崑崙山的崑崙山隧道，金長 1,686 米。
海拔最高鐵軌工廠│位於安多的安多基地，海拔 4,704 米。
最長高原凍土鐵路橋│共有 11.7 公里的清水河特大橋。
貼心叮嚀
高原陽光強烈，需要準備│ 太陽眼鏡、帽子、防曬乳
空氣比較乾燥，需要準備│ 維他命 c、保濕功效強的保養品
行程區域廣闊，需要準備│ 濕紙巾、衛生紙
飲食│ 多喝水多吃水果，並建議不要吃的太飽。無需擔心年齡，年長者更容易適應。
青藏鐵路段火車無行李託運服務，建議準備有輪子的行李，及一件手提行李，以容易攜帶為主。

西藏
地處世界上最大最高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 千米以上，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極”之稱。
西藏獨特的地理環境造就了既有獨特的高原雪域，又有嫵媚的南國風采的獨一無二的雪域風光。而
與這種大自然相融合的人文景觀，也使西藏在旅行者眼中具有了真正獨特的魅力。至今，還有許多
藏族人的生活習俗與高原之外的現代人有著很大的距離，也正由於距離的產生，才使西藏的一切具
有了觀賞價值。西藏名勝古跡眾多，其中，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7 處。
林芝
在西藏自治區，林芝地區海拔低，氣候溫暖濕潤，生態環境好，生態多樣性豐富，是進入西藏旅遊
的適應性平台，是大香格里拉生態旅遊區的腹地。印度洋的暖濕氣流和熱量順著雅魯藏布大峽谷向
上推進，造就了林芝地區複合性立體氣候，形成了北半球從海南島到北極冰原的最完整的 9 個垂直

自然帶，因此林芝地區
夏不酷熱，冬不嚴寒。
青藏鐵路
是中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標誌性工程，是中國新世紀四大工程之一。東起青海省省會西寧，西至西
藏自治區首府拉薩，全長 1956 公里。其中，西寧至格爾木段 814 公里已於 1979 年鋪通，1984 年投入運
營。青藏鐵路格爾木至拉薩段，北起青海省格爾木市，經納赤台、五道梁、沱沱河、雁石坪，翻越唐古
喇山，再經西藏自治區安多、那曲、當雄、羊八井，至拉薩，全長 1142 公里，其中新建線路 1110 公里，
於 2001 年 6 月 29 日正式開工。青藏鐵路是當今世界海拔最高、線路最長的高原鐵路。青藏鐵路總投資
逾三百三十億元人民幣；全線路共完成路基土石方七千八百五十三萬立方米，橋樑六百七十五座、近十
六萬延長米；涵洞二千零五十座、三萬七千六百六十二橫延米；隧道七座、九千零七十四延長米。青藏
鐵路已於 2006 年 7 月 1 日 9:00 全線通車。
行程特色：
1.精心規劃最順暢的青藏鐵路行程，在有東方瑞士之稱~林芝先停留，適應中高海拔狀況後，再搭乘
最先進的高原觀光列車，經由最完整、也是最難取得的拉薩/西寧段路線軟臥列車前往西寧，自低海
拔向高海拔地區依次遊覽，有效避免高原反應，讓您的入藏旅程最安心。
2.暢遊青藏高原最著名景點，讓您擁有一次難忘的完整旅程。
青藏鐵路沿線─格爾木、昆侖山口、可哥西裏、長江源、唐古喇山口、藏北草原、那曲、當雄、羊
八井
前藏地區─布達拉宮、大昭寺、八角街
後藏地區─羊卓雍措湖、遠眺卡若拉冰川、江孜古城、紮什倫布寺、班禪新宮等
藏東南地區─林芝、米拉山口、巴松措湖、車遊雅魯藏布大峽谷

【參考航班時間】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
起飛
抵達
起飛
班機日期
編號
城市
城市
時間
MU5008
15:00
〔星期四〕
桃園
上海
〔星期四〕
﹝星期一﹞

MU2248
3U8687
X 週一、五

抵達
時間
17:05

上海

西寧

18:50

22:15

西寧

拉薩

10:00

12:35

〔星期二〕

MU2247

西寧

上海

09:10

11:55

〔星期二〕

MU5005

上海

桃園

16:00

17:40

【參考火車時間】
車次-車型
Z166(新空特快)

起啟-目地的

發車時間

到達時間

所需時間

拉薩-西寧

11:05

9:06

22 時 01 分

【每日行程】

行程安排
第 1 天

台北上海西寧

今日集合於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經上海轉機飛往青海省會【西寧市】
。
抵達後接往酒店休息。
餐 食：

早餐-敬請自理

中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餐

住 宿：

準 5 星西寧藍寶石大酒店或 同級

第 2天

西寧～【青海湖(含遊船)、日月山】

【青海湖】青海湖是中國最大的鹹水湖，也是中國第一大內陸湖。地處青藏高原的東北部，位於青海
省東北部，距省會西寧市 150 多公里。2005 年，青海湖被《中國國家地理雜誌》評爲“中國最美五大
湖 之首，青海湖，古代稱爲“西海 ，藏語又叫做“錯溫波 ，意思是“青色的湖 ；蒙古語稱它
爲“庫庫諾爾 ，即“藍色的海洋 。這裏地域遼闊、草原廣袤、河流衆多、水草豐美、環境幽靜，
是大自然賜予青藏高原的一面巨大的寶鏡。
【日月山】 日月山坐落在青海省湟源縣西南 40 公里，屬祁連山脈，長 90 公里，海拔最高為 4877 米，
青藏公路通過的日月山口為海拔 3520 米，是青海湖東部的天然水壩。日月山不僅有恢宏的歷史意義，
它還有非常重大的地理意義。它位於我國季風區與非季風區的分界線上，地處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的
疊合區，是青海省內外流域的天然分界線，劃分了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平均海拔 4000 米左右，藏
語叫日月山為“尼瑪達哇 ，蒙古語稱“納喇薩喇 ，都是太陽和月亮的意思。
餐 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回族風味 RMB50

住 宿：

準 5 星西寧藍寶石大酒店或 同級

第 3 天

西寧拉薩(3658 M)2km0.1H 【扎基寺（財神廟 RMB20）
】

早餐後前往西寧機場搭機飛往拉薩。
【扎基寺】，這是西藏最有名的財神廟，這個寺廟是吉祥天母的本尊佛殿，也是整個藏區最靈驗的財
神廟，所以經常都是人山人海的場面，可以說是有求必應喔！覽畢前往飯店好好休息，以應付接下來
的豐富行程。
餐 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酒店(包廂內) RMB 50

住 宿：

準 5 星開元拉薩酒店

第 4天

拉薩川藏公路林芝【比日神山生態景區、林芝自然博物館】

經過前一日的休息以及適應，今日沿川藏公路前往風景秀美絕倫的◎林芝。林芝地處藏東南雅魯藏布
江下游，平均海拔 3000 米左右，氣候濕潤，景色宜人，素有“西藏江南 之稱。八一鎮是林芝地區
首府，鎮上商店林立，市集熱鬧，食宿方便。雪山，深谷，森林，構成了林芝與眾不同的自然景觀。
遠山雪峰突立，陽光映照下，無數銀光在藍天下閃爍;接近峽谷處，山巒起伏跌宕，縱橫交錯，林海
茫茫，松柏參天，滿目清翠，層林盡染。
沿著西藏最美公路，川藏公路前往林芝，林芝的母親河●尼洋河與川藏公路一路相伴，翡翠般清澈的
溪水一路向下，雪山、草原、森林、溪流、田園等美景將一一呈現在你的眼前。
抵達林芝後前往◎比日神山生態景區。在這裡我們參觀◎林芝自然博物館，他是目前西藏自治區面積
最大、功能最為齊全的自然博物館。該館以藏東南地區自然風貌和民風民俗為主要陳列內容。
餐 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天府餐廳 RMB50

住 宿：

準 5 星林芝風情大酒店

第 5 天

林芝 170KM2.5H 秀巴古堡 RMB100 巴松錯湖 RMB165【湖心島、錯宗寺】250KM

米拉山拉薩(海拔 3650 米)
巴松錯湖】-有西藏 九寨溝 之美譽，位於工布江達縣內的巴松錯也叫「錯高湖」
，意為“綠色的水 ，
湖面海拔 3700 多米，有瑞士湖光山色之美，湖長約 12 公里，最深處 60 多米，總面積 6000 多畝，終
年被雪山環抱，唯山下翠林蓊鬱，繁花爭艷，形成獨特華麗景緻，形狀如同鑲嵌在高峽深谷中的一輪
新月，湖水清澈見底，四周雪山倒映其中，黃鴨、沙鷗、白鶴等飛禽浮游湖面，透明的湖水中可見遊
魚如織。巴松措湖是紅教 藏傳佛教寧瑪派的著名神湖和聖地，雖然深藏在交通閉塞、遠離城鎮的山
溝裏，但它卻以林木繁茂和群山聳立中的一池碧水而廣為外界所知，成為林芝地區最知名的風景區之
一。，湖中的扎西島有座千年古剎－【錯宗寺】
。
【錯宗寺】- 湖中有一小島，距湖岸 100 米，名為札西島。島上有一座寺，面積 200 餘平方米，名為
【錯宗寺】
，香火十分鼎盛，始建於吐番贊普時期，屬藏傳佛教寧瑪派寺廟，距今已有 1500 多年的歷
史。寺廟分上下兩層，大殿內供奉 3 尊巨大佛像，正中為強巴佛(即彌勒佛)盤腿而坐，左側為千手觀
音，右側為善財童子和龍女。殿內還有兩塊天然鵝卵石，石上凹陷的圓窩，傳說是格薩爾王征戰此地
實戰馬留下的蹄印。島上的其他地方，也流傳著許多神奇傳說，如格薩爾王揮劍在石頭上留下的劍痕，
樹葉上有自然形成的藏文字母的 字母樹 ，松贊干布在石頭上留下的足印，蓮花生洗臉的神泉…
【米拉山】-（5033 米）沿拉薩河谷前行，過達孜遠遠就能看到紅山上雄偉的布達拉宮，到達魂牽夢
繞的聖城拉薩（3600 米）
。米拉山因其高度（5000 多米）的屏障，形成印度洋水氣無法通過而造成山
的東西兩麓大異其趣的景觀，自有其自然及人文上重要的意涵。
餐 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酒店內 RMB50

住 宿：

準 5 星開元拉薩酒店

第 6 天

拉薩【布達拉宮 RMB200、大昭寺 RMB85、八角街】

【布達拉宮】-是世界文化遺產，是拉薩的象徵，是旅遊者瞭解西藏宮堡建築、佛教歷史和佛教藝術
的必遊之處。初建於西元七世紀，後毀於戰火中，而現在的建築大部分是十七世紀五世達賴主持修建
的，整個宮殿分紅宮和白宮兩部分，其金頂為印度傳統式樣，四腳飾有摩蠍魚首、金碧輝煌，佈局參
差錯落，置身其中恍若神地，是西藏碉樓式建築的代表，以其精美的壁畫、複雜的建築結構及歷代達
賴的執政地而聞名海外。
【大昭寺】-是西藏最神聖的寺廟，建於 648 年，是拉薩的首批建築，藏語意為“佛之屋 ，距今有
1300 年的歷史，是拉薩老城中心、僧俗的聚居地。寺前有著名的“唐蕃會盟碑 和“公主柳 。 傳
說寺內供奉的釋迦牟尼佛像是釋迦牟尼在有生之年親手製作的本尊。
【八角街】-是著名的古鎮街道，八角街內可以看到繁多的民族工藝品，已成為國外遊客瞭解西藏民
風民情的一扇視窗。
【文成公主秀】
《文成公主》大型實景劇是由域上和美集團、拉薩市布達拉文旅集團斥鉅資打造。全
劇以壯麗的場面、恢宏的氣勢、跌宕的情節震撼人心，以美妙的音樂、動人的故事、婉曲的情感扣人
心弦，把中國實景劇帶到了一個嶄新的水準。作品深入漢藏曆史文化、民族風俗、自然景觀中發掘資
源，以人工舞臺結合自然山川，以高科技手段呈現非物質文化遺產，把戲劇、音樂、舞蹈和現代舞美
手段融為一爐，構成華美樂章。
餐 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酒店內 RMB50

住 宿：

準 5 星開元拉薩酒店

第 7 天

拉薩 130KM2.5H【羊卓雍湖 RMB40、崗巴拉山頂】卡若拉冰川 RMB50  140KM4.5H 江孜(海
拔 4040 米)【帕拉莊園】90KM1.5H 日喀則 3836 M

【羊卓雍湖】-是西藏三大聖湖之一，湖面海拔 4441 米，有 700 多平方公里的水面。其風景優美秀麗，。
大概行駛一個半小時就可以到崗巴拉山口（4794 米）
，從山口既能欣賞碧綠般的高原湖泊，也能欣賞
連綿不斷錯落有致的山峰。
【崗巴拉山頂】-站在【崗巴拉山頂】向南眺望，像一塊鑲嵌在群峰之中的藍寶石，碧綠的湖水平滑
如鏡，白雲、雪峰清晰地倒影其上，湖光山色，相應成趣。湖濱水草豐美，牛羊成群，是理想的天然
草場。

【卡若拉冰川】- 跨越斯米拉山口後，就可看到了冰川的冰舌從天而降，在您的眼前隨著山回路轉，
時掩時現，冰舌距離遊客最近的，是世界上感覺觸手可得的冰川，讓您有一種莫名的感動。隨後驅車
前往江孜宗山。1904 年，英帝國主義的侵略軍從亞東侵略到江孜，江孜人民在宗山築起炮臺，用土炮、
土槍、
『古朵』
、刀劍和弓箭與入侵之敵展開了英勇血戰，由於裝備和勢力的懸殊，最後所有勇士寧死
不屈跳崖殉國，寫下了光輝而悲壯的篇章。宗山上至今還保留著當年抗英的炮臺。因此，江孜古城又
稱為『英雄城』
。
【帕拉莊園】是目前西藏保存***完好的奴隸主莊園，位居十二大莊園之列。它是舊西藏貴族和農奴
兩種不同生活的真實寫照，是舊西藏的縮影。
莊園現存房屋 57 間，主體樓高三層，建築配套完整，裝修考究，設有經堂、會客廳、卧室，還有玩
麻将的專用大廳。房内雕梁畫棟，富麗堂皇。經堂陳設考究，經書、佛龛保存完好；卧室中，金銀玉
器琳琅滿目；還有帕拉貴族當年遺留下來的名貴食品、餐具、進口酒、進口白醋、珍貴裘皮服飾，極
盡奢華之能事，生動再現帕拉家族當年的豪華生活場景。主體大樓中，陳列着皮鞭、腳鐐等刑具，莊
園中還保存着舊時的監獄，這是西藏貴族統治農奴的工具。至今仍保持原貌的朗生院 13 間，其朗生
住房，擁擠，低矮、陰暗，形同牢籠，與貴族的豪華住宅形成鮮明對比。而今帕拉莊園多花樹水石和
家禽畜類，整體布局類似園林，平時非常安靜。
餐 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 宿：

4 星日喀則札西曲塔飯店

第 8天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RMB 80、班禪新宮 RMB30】270KM6H 拉薩

【扎什倫布寺】-參觀班禪大師的靈魂安息地 黃教六大寺之一的紮什倫布寺。紮什倫布寺藏語意為
「吉祥須彌山寺」
，是後藏最大的一座格魯派寺廟。西元 7 世紀，松贊幹布統一西藏後，以崗巴拉山
為界，將所轄地區劃分為「衛」和「藏」兩部分，山以東為衛區，也稱為「烏思」或前藏；山的西面
稱藏區，也稱後藏。紮什倫布寺位於後藏首府日喀則城西的尼瑪山麓，全寺有牆垣圍繞，周長達 3000
多米，由佛殿、經堂、祀殿等組成的主建築群，聳樓疊閣，朱壁金頂；其前方的僧舍，多是二層或三
層的平頂樓房，形同藏式民居，也是歷代班禪的駐錫地；黃教掌握西藏政權後，它的歷史地位僅次於
布達拉宮。大彌勒殿內供奉九世班禪主持鑄造的鎏金青銅彌勒坐像，是世界上最大的銅佛坐像；並朝
拜十世班禪的靈塔殿，這座靈塔內存放著圓寂於 1989 年的十世班禪大師的遺體，寺內還藏有許多珍
貴文物，都是研究西藏各個歷史時期政教和社會發展的無價之寶。
【班禪新宮】-是西藏佛教領袖班禪宮殿之一，又名德慶格桑頗章；位於扎什倫布以南，新宮建築富
麗堂皇，十分幽雅，是避暑的好地方。宮內存放有很多西藏曆史文物及藝術精品，尤以一幅《八思巴
會見忽必烈》的壁畫最為精美。目前是班禪大師安寢的夏宮，新宮有三道門，第一道門前簷有四根八
角朱漆大柱抵頂，門殿浮雕著凶悍不馴的野獸、騰躍欲飛的蟠龍和各種花卉圖案門壁兩側。彩繪著卷
雲、猛虎、長龍、人物和佛教故事壁畫。筆法細膩，形神俱肖。過了第一道門便是一條幽深小徑，紅
瑩碎石鋪路，白石玉塊鑲花。第二道門是一個前庭四合院，邁進四合院，進人第三道門，便可觀賞那
建築雄渾、富麗堂皇、莊嚴肅穆的宮殿了。遊畢搭車前往拉薩。
餐 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酒店內 RMB50

住 宿：

準 5 星日喀則札西曲塔飯店

第 9天

拉薩 青藏鐵路跨天際，沿途盡是好風景 1972KM25H

早餐後，前往火車站搭乘【青藏鐵路】，由拉薩至格爾木段 1,142 公里長的鐵路，也是我們搭乘青藏
鐵路全程最精華的路段，有 960 公里的路段在海拔 4,000 米以上，我們將以 25 個小時時間前往西寧，
我們的三餐均在火車上使用，餐食內容會比較簡單，希望您有心理準備！酒店早餐後，告別了美麗的
拉薩，再次遙望布達拉宮，坐著前往西寧的青藏火車緩緩離開。
由拉薩搭車到格爾木，主要分為三大段，沿途停靠【拉薩】
、
【當雄】
、
【那曲】
、
【安多】
、
【沱沱河】
、
【格
爾木】、【西寧】
：
第一段由拉薩至當雄
【當雄】藏語意為“被挑選出來的好地方 ，是西藏水草最為豐美的地段。傳說 1000 多年前，文成

公主遠嫁吐蕃王松贊幹布，途經藏北時，曾駐紮在當雄草原，看著美麗的景色，高興地說“這真是上
天選出來的好地方 ，當雄便由此得名。
【羊八井】羊八井地熱田是目前中國最大的高溫地熱濕蒸汽田。地熱田面積 17 平方公里。這裏溫泉、
熱泉、沸泉、噴汽孔、熱池、熱爆炸穴星羅棋佈，熱液溫度達 93℃-172℃，全年放出的熱量相當於燃
燒 47 萬噸標準煤。現已打好生產 40 多眼，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和中國最大的地熱開發項目。遠遠望去，
這片山谷彌漫著白色霧氣，像沸騰了一樣，不時可見縷縷白色的蒸汽從地底冒出，恰與積雪終年不化
的念青唐古喇山相映成趣。這裏的藏族民居別具風格，黃色土牆上佈滿了規則的橢圓形條紋，上部塗
有赭紅色，房屋頂交插有經幡。肖振中的羊八井地熱電廠已成為高原上一顆璀璨的明珠。
【納木錯湖】納木錯湖面海拔為 4718 米，從湖東岸到西岸全長 70 多公里，由南岸到北岸寬 30 多公
里，總面積 1900 多平方公里，是我國的第二大鹹水湖，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鹹水湖，最深處約 33
米以上。寧靜、遼遠、聖潔的納木錯在藏語中為“天湖 之意，蒙古語稱“騰格里海 。深藍色的湖
水像一顆晶瑩的寶石，鑲嵌在草原上，陽光下泛起粼粼波色，水天相融，渾然一體，似身臨仙境，迷
醉了眾多的遊人和朝聖者。湖中 5 個島嶼兀立萬頃碧波之中，傳說是五方佛的化身，凡去神湖朝佛敬
香者，莫不虔誠頂禮膜拜，其中最大的良多島面積 1.2 平方公里。此外 5 個半島從不同的方位深入湖
中，湖東側的紮西半島是最大的一個。
【念青唐古拉】從藏北八塔到拉薩的途中經過海拔 5000 多米的念青唐古喇山口，山口經幡林立，沒
有多少值得拍攝的東西，反而在公路邊或拐進幾公路去，可以見到牧人的房屋，以念青唐古喇山為背
景拍攝牧民或房舍更好一些。如果天氣好，山口這一帶經常有藏民和孩子向路人乞討。
第二段由當雄到唐古拉山口
【那曲】是藏文的譯音，意為黑色的河流，因怒江上游那曲河流經境內而得名。數千年來，在這片“世
界屋脊的屋脊 之上，在逶迤起伏的唐古喇山脈、念青唐古喇山脈和岡底斯山脈環抱之中，藏北牧人
澤水落賬、澤草而牧，一頂牛毛帳篷就是家。早在松贊幹布時期，那曲一帶就有“軍糧馬匹、半出其
中 的美稱，是吐蕃王朝主要的軍事和馬匹供應基地。18 世紀初，那曲地區最大的黃教寺廟孝登寺，
建起了那曲第一座房屋。過去西藏地方政府派駐的藏北總管，只在夏季小住，收完膚稅後即回拉薩。
當時總管住的帳篷被尊稱為“吾古 或“古嘎爾 ，至今仍是民間對那曲鎮的別稱。
【羌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是世界僅有的幾處未開發的地區之一。由於人煙稀少，豐富的野生動物資
源不亞於南部非洲大陸。現有總面積約 29.8 萬平方公里，是我國面積最大的自然保護區，保護區內
地勢平坦開闊，湖泊棋布，水天一色。活躍著野犛牛、藏羚羊、野驢、黑頸鶴、天鵝等 40 多種珍稀
的國家重點保護動物，是高原野生動植物的樂園。青藏鐵路橫穿藏北草原達 300 多公里，遊客可以充
分體驗到坐著火車看“風吹草低見牛羊 的草原風景，偶爾可見『野犛牛』
、
『藏羚羊』
、
『藏野驢』
、
『盤
羊』、『黑頸鶴』等珍稀野生動物在此棲息，分外美麗。
【錯那湖】是青藏鐵路沿線最著名的景點之一，錯那湖車站是全線最亮麗的旅遊觀光站點之一，東距
美麗的神湖僅 20 米，車站設計為六股道，月臺長 500 米，平均寬度 30 米。走上月臺即可近在咫尺的
飽覽多姿多彩的湖光山色以及翱翔戲水的珍稀禽鳥。在湖的東面，列車與寧靜美麗的神湖貼身而過。
海拔 4650 米，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錯那湖也是國家級的瑟林錯黑頸鶴保護區的一部分。錯那
湖是被熱振活佛注名的西藏“神湖 。每到藏曆龍年會有無數的藏族信徒前來朝拜，祈禱風調雨順，
牛羊興旺。
第三段由唐古拉山口到崑崙山口
【唐古拉車站大橋和唐古喇山口】千里青藏線，公路、鐵路幾乎相行相伴，到了唐古喇山它們卻分開
了。公路在海拔 5231 米的山口處通過，而鐵路則從公路以西 50 多公里的海拔 5072 米處的唐古喇山
跨越，這裏也是過可哥西裏長江源景觀帶的最後一個景點。這裏既是青藏鐵路的最高點，也是世界鐵
路的高海拔之最。唐古拉火車站海拔 5072 米，相信所有的攝影愛好者都會在這裏下車拍照。
【沱沱河】是長江源頭與青藏線的交匯點，海拔 4500 米，距離格爾木 420 公里。此去各拉丹東雪峰
西南面的長江源有百餘公里。其中姜古迪如冰川是長江的發源地。下午或黃昏的時候，只要耐心等待，
在青藏公路上能夠拍攝到火車通過沱沱河大橋的情景。7-8 月中旬，夏天河水雨量充沛，日出日落都
很美。
【不凍泉】列車行駛過海拔 4000 多米的西大灘，昆侖山的連綿雪峰完整地橫亙在眼前。從青藏鐵路
凍土區的起點開始，山腳下的河谷寬廣，綠草如茵，鐵路順河灘筆直向前延伸而去，仿佛通到天邊。
在藍天白雲雪山映襯下，數條冰川從雪峰頂部沿山谷俯衝而下，甚是壯觀。往前在一片比較普通的山

梁上，就是“不凍泉 。可可西裏管理局的不凍泉保護站使這裏最醒目的建築，對面一處終年不凍的
泉水為地名作了最好的詮釋。
【可可西里】是中國大地上最美的一片荒原。這裡雪山延亙，路與天齊，有著眾多美麗的湖泊、雪山
和冰川，有著無數珍稀的野生動物。它因可哥西裏山而得名，地理概念是以可哥西裏山為主體的臨近
山原湖盆地區，主峰崗紮日海拔 6305 米。沿著昆侖山奔向唐古喇山的鐵路線，在每年五六月份藏羚
羊遷徙和 12 月交配的季節裏，從車窗內你能很容易地看到這些高原上的精靈。藏羚羊是可可西裏的
驕傲。由於大自然的造化，可哥西裏素有高原“動物天堂 的美譽，這裏動植物的數量遠超出我們的
想像，這裏有 231 種動物（脊椎動物 65 種，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 20 餘種）
，是藏羚羊的主要棲
息地。大群的野犛牛、藏野驢、藏原羚（黃羊）不時可見，還有雪豹、棕熊、高原狼、草原雕等兇猛
的食肉動物。202 種植種的多數植物呈低矮、墊狀的形態。5 重點地梅和 5 種雪靈芝，數種鳳毛菊、
黃芩、紅景天、水柏枝等構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墊狀植被景觀。因而可哥西裏被稱為“世界第三極 的
珍稀野生動植物基因庫。
第四段則由崑崙山口到西寧
【玉珠峰】
、
【崑崙神泉】
。如果天氣好，海拔 6178 米的『玉珠峰』清晰可見，周圍 15 座海拔 5000 米
以上的雪山由東向西排列，山上是終年不化的冰川和積雪。
【格爾木青藏鐵路新線起點】位於青藏鐵路新線起點上的鐵軌有兩條，一條通往倉庫，一條通往拉薩。
這個地方也是修建青藏鐵路時候的物資集中地，當時所有的物資都是從這裏的倉庫運往鐵路沿線。青
藏鐵路新線起點標牌位於從格爾木往拉薩 20 公里左右的青藏公路邊。汽車可以從公路邊駛到標牌和
鐵路的路基下面。火車繼續行駛抵達格爾木站，格爾木是青藏鐵路的格拉段的起點城市，自古以來是
中國的西部交通要道。
餐 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火車 RMB75

晚餐-火車 RMB75

住 宿：

火車軟臥 (四人一室)

第 10 天

西寧【西寧東關清真大寺、水井巷、青海藏文化馆】

【東關清真大寺】始建於西元 1380 年左右的明洪武年間，與著名的西安化覺寺、蘭州橋門寺、新疆
喀什艾提卡爾清真寺並稱為西北四大清真寺,它是伊斯蘭經學研究的最高學府，也是青海省目前最大
的伊斯蘭教寺院,在海內外都享有盛譽忠誠鞍 。
【水井巷】所屬西寧市城中區。東起商業中心西門口，西止北大街。建立三十餘年，是古城西寧裏是
最熱鬧的商業街。水井巷的南北乾貨、風俗小吃、名族用品、琳琅滿目，商品進銷量極大，是號稱西
寧市"日進鬥金"的寸金之地。
【青海藏文化馆】藏文化展示中心主館的展示主題，從序廳的一部超寬屏數字電影《青藏高原的形成》
開始，形象地再現了青藏高原滄海桑田的成長歷程；然後從藏民族在雅礱河谷的發源，追溯雪域文明
的演進。主館的第二層，完全呈現出一個佛與神靈的奇幻世界，無論是光怪陸離的宗教面具展示，還
是絢麗多姿的藏文化藝術，都讓我們領略到一種濃烈鮮艷的異域文化色彩。而副館則從宇宙的結構運
行和生命原初的視角剖面，展示出藏民族獨特的生死觀和中觀哲學理論，還將人們不為熟知的藏醫藥
文化和藏民族民俗風情也納入其中，給予了通俗直觀而又深刻精準的全方位體現，堪稱展示藏文化的
“百科全書
餐 食：

早餐-火車上

中餐-中式合菜 RMB 50

住 宿：

準 5 星西寧藍寶石大酒店或 同級

第 11 天

西寧上海台北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前往機場搭乖豪華客機經上海轉機返回【台北】溫暖的家，結束此一令人難忘的~拉薩.日喀則.林芝.
西寧~青藏鐵路 11 日之旅。
餐 食：

早餐-酒店內

住 宿：

溫暖的家

中餐-機上午餐

※以上行程順序僅供參考，實際行程順序以當地旅行社為準，但景點不減少，中途離團，費用恕不退還※

◎

辦理入藏證：
一、需先完成台胞證加簽作業，出發前二十天提供上項資料，以憑辦理入藏手續。
二、訂金每人 NT$ 20,000 元。

◎

保

險：

一、旅遊責任險200萬、醫療3萬、履約險1000萬。
二、保險理賠依照保險公司核定為準。
◎ 青藏鐵路注意事項：
一、車廂上有供氧設施，火車上於餐車用餐 (四人一桌)。
二、大件行李請取出貴重物品，並上鎖以免私人物品遺失。
三、此行程所到地區因海拔高，容易引起高山反應，務請多準備個人所需預防藥，及
出發前休息充足以適應高原地區氣候變化。
四、本公司提供高原安(抗高山症藏藥) 。

